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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26日应询表示，中方要求美方以
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
诺，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
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
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
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
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

有记者问，针对美国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有媒
体称中方可能作出军事回应。请
问中国军队对此有何评论？谭克
非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谭克非指出，关于美众议长
佩洛西计划访台事，中方此前多
次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作为
美国政府“三号人物”，佩洛西众
议长如果访台，将严重违反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必然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成极
其严重的破坏，导致台海局势进
一步紧张升级。 据新华社

民政部：
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
纳入社区统一调度

记者从 26 日召开的民政部
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
务工作指引》，要求参与社区疫情
防控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要
全面纳入社区统一调度和使用。

据了解，工作指引对社区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工作原则，平
时准备，应急状态下的任务、方
法、流程及保障等进行了具体指
导，帮助社区进一步提升动员、组
织、使用、管理志愿者的能力，更
好发挥志愿者在社区疫情防控中
的作用。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
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在发布会
上解读工作指引时强调，除了要
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调度外，希望
各社区坚持以社区工作者带志愿
者、志愿者帮社区工作者的工作
方式壮大社区防疫力量，引导志
愿者在社区工作者的带领和指导
下有序开展各类服务。

强化对志愿者的关爱保障，
是激发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参与热
情的内在要求。李波表示，基层党
委政府要统一协调为志愿者提供
必要的交通、就餐、保险等保障，
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要统筹安
排好志愿者的防疫物资，落实防
护措施和安全培训，合理安排志
愿者的服务岗位和服务时间，避
免志愿者长时间高负荷工作。

发布会上还对新发布的《新
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指引》
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这份工作指引对于
需要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居民配
合的各项工作和任务要求进行了
梳理和细化，有针对性地回应了
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
论普遍关注的社区防控信息发
布、社区防控物资配备、重点人员
生活和医疗保障等问题。

“这份工作指引是社区工作者
科学、精准开展社区防控工作的

‘辅导手册’‘工作助手’，社区工作
者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考使
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
治理司一级巡视员李健表示。

据新华社

昨日下午，衣戈猜想通过线
上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采访。

记者：二舅这个视频的创作
初衷是什么？

衣戈猜想：很多年了，一直想
表达一下，后来我兼职做自媒体、
有了孩子，一直没有时间回村儿。
最近终于回村正好借这个机会做
了一下。

记者：二舅这个视频的文本
是自己写的吗？拍摄是自己单独
拍摄，还是有团队？

衣戈猜想：我没有团队，有人
帮忙的话，就是我媳妇儿。文案是我
自己写的，拍摄是跟我媳妇儿一块
儿拍的。她买了个手机云台，我不会
用，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拍。

我们也不专业，所以大家会
发现视频拍得特别粗糙，而且回

家之后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带孩
子，然后抽时间拍拍。（文本）用了
两晚上的时间。

记者：二舅这个故事文学性很
强，视频中所描述的二舅的经历都
是真实的吗？有没有创作的部分？

衣戈猜想：不光每一个字都
是真实的，事实上我还删改了一
些听上去更具有传奇性的故事，
因为我不想搞得过于一惊一乍。

记者：这个视频爆火，你觉得
有哪些原因击中了网友？作品的
表达还有没有遗憾？

衣戈猜想：完全没有想到会
火，之前我也说过，我跟我媳妇儿
就是想完全规避“流量焦虑”做这
个视频，因为我们以前做的视频
都有1000多万播放量的，我们预
估这个视频只有10万到15万的
播放量，我们是想了一个心愿，一

个心结，掉粉儿也要做。
视频爆火确实没料到，但我

现在想通了。我们九零后和八零
后很多背井离乡，在大城市里面
工作，其实可能当中有相当一部
分人是从小在农村成长起来的。
他们离开了农村，但跟故乡和土
地还是有很深的连结。他们可能
和我一样，就是印象中的家乡永
远是冬天，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回一次家，然后每次回家都
很感慨：农村确实是日新月异，变
得越来越新，但是家人越来越老
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些东
西触动了他们。其实这个稿子写
好的时候原本是4800多字，后来
删了1000多字，还有很多东西我
没有放进去，会有一点遗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张世豪 实习生 陶语嫣 何艳玲

针对群众关心的异地就医外
伤、急诊抢救、住院期间院外发生
费用问题，通知明确符合就医地管
理规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用
可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
围；因病情需要到其他定点医疗机

构检查治疗或到定点药店购药的，
相关费用纳入本次住院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

此外，通知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
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的，可
以在参保地享受医保结算服务，原
则上不低于参保地跨省转诊转院
待遇水平。

相关政策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据新华社

跨省异地就医“新指南”来了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
2025年底前提高到70%以上

“二舅”一夜刷屏
是什么治好了我们的精神内耗

这是二舅的故事，是属于上一
辈人的故事；但它却在年轻人聚集的
社交平台上爆火，成了这一代人的
给养。年轻人被二舅所感动，或许是
得到了某种宝贵的“确定感”。生活
是不确定的，可能会有意外和蹉跌，
能确定的则是面对人生的态度。从
二舅的晚年回望里，人们似乎能更
加确定某种朴素的道理：顽强与乐
观，可以抵御一切不幸。这是“二舅
的故事”跨圈层乃至跨时代的意义。

但不得不说，这其中有一个问
题，二舅其实是失语的，我们并不
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提炼了一
个“二舅的故事”，二舅成了一个客
体，为第三者的观察提供了角度。
这些内容，很可能超越于二舅本身
的真实之上。所以这个视频的重
点，或许不是讲二舅的故事，而是
他“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着眼点
还是我们，是年轻人。二舅可以治
好我们，那谁来治好二舅呢？

这是一个遗憾。相信很多人
都见过这样的遗憾，我们的祖辈有
那么多的故事，他们的一生可能就
是微缩版的史诗。但是他们很难自
我表达，或许也没有二舅这般“幸
运”，没有经过任何记录，他们的故
事就这么随风消散了。

“二舅故事”里的励志元素当然有
意义，能给我们很多人生启迪。但我们
其实还可以用更大的悲悯来看待我们
的祖辈，他们努力地活着，顽强地扎根
在大地上。但他们的心灵历史，也只有
其中的一鳞半爪被记住，我们依然隔
着某种距离，并没有那么了解他们。

这不妨碍我们欣赏二舅的人
生态度，只不过我们也应该记住，
其实还有一个个更深邃、更多元、
更丰满的“二舅”，他们在视频之
外。能不能真实完整地了解他们这
一代人，需要我们很大的耐心，以
及某种责任感。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特约评论员 易之

7月26日，一则名为《回村三
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
B站（哔哩哔哩）视频，在朋友圈刷
屏了，与“二舅”有关的话题登上
微博热搜。视频的作者“衣戈猜
想”透过文学性的旁白与画面，记
录下二舅苦难而饱满的半生。

短短一天，视频便登上了B站
热门第一，截至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发稿，播放量已经达到
860多万，实时在看人数一直保
持在3万以上。

有人说，这是视频版《活着》。
有网友说，这是今年看过的最动
人的故事。昨日下午，“衣戈猜想”
通过线上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透露拍摄这则视频
的幕后故事。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26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
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
通知》，深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改革，破解异地就医备案不便
捷等堵点、难点问题。

通知明确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十四五”的目标任务，
2025 年底前，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制度体系和经办管理服
务体系更加健全，全国统一的
医保信息平台支撑作用持续强
化，国家异地就医结算能力显
著提升，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率提高到 70%以上，普通门诊
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
现翻一番等。

通知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
案政策，包括异地就医备案人员
范围拓展到跨省急诊人员和非急
诊且未转诊人员；统一备案有效
期，有效期内参保人可在就医地
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服务；
支持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
双向享受待遇等。

此外，通知规范了定点医疗
机构直接结算服务范围，将急诊
抢救费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
疗购药费用和符合就医地管理规
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用纳入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允
许参保人员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
地就医备案，并享受跨省直接结
算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
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确保2022
年12月底前同国家政策相衔接。
相关政策将于2023年1月1日起
正式实施。

简单来说，就是先备案、选定
点、持码卡就医。异地就医前，参保
人员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参保地经
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开通备案后，

参保人在备案地开通的所有跨省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享受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就医时需
出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等有效凭证。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支付

政策可以理解为“就医地目录、参
保地政策”。

也就是说，执行就医地规定的
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包括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
耗材等支付范围；执行参保地规定
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
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门诊慢特
病病种范围等有关政策。

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除了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
已备案，无需提交材料外，其他人
员均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有效身
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

另外，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
供“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
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

居住人员需提供居住证明或个人
承诺书；常驻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
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
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

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
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
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

目前，所有统筹地区开通了在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就
医备案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等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参保
地经办机构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办结。

此外，全国120个统筹地区实
现了自助备案，参保人员可以即时
办理、即时生效。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办
理登记备案后，只要没有申请变更
备案信息或者参保状态没发生改
变，那么备案长期有效，没有就医
次数限制。对于跨省临时外出就医
的人员，临时备案有效期不少于6
个月，在有效期内可以在就医地多

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不需要就
诊一次备案一次。

目前，有些统筹地区要求备案
后1年以上才能取消或变更。根据

通知中的新要求，2023年1月1日
起，各地变更或取消备案时限将不
超过6个月。

对于来不及办理备案的参保

人，通知明确，在出院结算前补办
异地就医备案的，就医地联网定点
医疗机构应为参保人员办理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若参保人出院
自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
的，也可以按参保地规定办理医保
手工报销。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全国200多个统筹地区实现了
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据介绍，具备门诊慢特病资格
的参保人员需要完成5个步骤，即
可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包括：

第一步，了解个人享受门诊慢特病
待遇的资格；第二步，主动了解参
保地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相

关政策；第三步，选择并开通相关
门诊慢特病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
构；第四步，主动告知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自己具备门诊慢特病资格；
第五步，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按要求进行结算。

B站上，UP主“衣戈猜想”的
简介是知名科普UP主，拥有126
万粉丝。《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
我的精神内耗》是“衣戈猜想”于
7月25日发布的视频。

视频中的主人公是“衣戈猜想”
的二舅，从小生活在农村，住在有几
百年历史的老屋里。今年已经66岁
的二舅曾经是村子里的天才少年，
上小学是全校第一，上了初中还是
全校第一。有一天二舅发高烧请假
回家，隔壁村的医生在他屁股上打
了四针，二舅就落下了残疾，再也不
想回到学校。落下残疾的第三年，二
舅看家里来的一个木匠干活，木匠
干了三天走后，二舅说自己看会了，
求姥爷去铁匠铺给他打做木工的
工具。三年来二舅第一次走出了家
门，去生产队给人做板凳，一天做两
个，一个一毛钱，可以养活自己了。

改革开放后，二舅游走在镇上
各个村子给人做木工。有天在路上
遇到了当年的那个医生，他跟二舅
说，“要是在今天，我早被告倒了，得
承包你一辈子。”二舅笑着骂他一
句，一瘸一拐地又给人干活去了。

二舅没有结婚，却有一个孩
子叫宁宁，是他领养的。为了孩
子，二舅拼命做工赚钱，大部分时

间都把宁宁寄养在了大姨家里，
很少陪伴她。十年前，这个领养的
孩子和男朋友结婚了，20万出头
的县城房子，二舅出了十几万。

“衣戈猜想”在视频里说，二舅掏
光了半辈子积蓄给孩子买了房
子，却开心得要死。

在“衣戈猜想”的视频中，二
舅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热心人。
他给村里人修好了插线板、燃气
灶、床头灯、玩具车、洗衣机甚至
水龙头。人家嫌门楼上光秃秃的
木头不好看，二舅就自己设计好
了，给人画上去。“衣戈猜想”感
慨，二舅总说他能顾得住自己就

不错了，他其实顾住了整个村子。
村里人都开玩笑叫他“歪子”，但
村里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爱这
个歪子，离不开这个歪子。

在视频的最后，“衣戈猜想”
说，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胡一
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
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他在挣扎
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
令人心生敬意。“二舅的床下有一
个几十年前的笔记本，笔记本的
第一页是他摘抄的一句话：下定
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
取胜利。是的，这条人生路最后通
向的一定是胜利。”

国防部：
若佩洛西访台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刷屏的“二舅”
其实也是

失语的“二舅”

﹃﹃
二
舅
二
舅
﹄﹄
是
谁
是
谁
？？

曾是村里天才少年，一场发烧改变一生

每一个字都真实，更多传奇故事还没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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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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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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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作
者
：：

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备案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如何结算？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销费用有哪些扩围？

沈洪兵
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高福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

2022年7月26日下午，中国
疾控中心召开干部大会。国家卫
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
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贺胜出
席会议并宣布国家疾控局党组决
定：沈洪兵同志任中国疾控中心
主任、党委常委（兼），卢江同志任
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
（兼），周宇辉同志任中国疾控中
心党委副书记，严俊同志任中国
疾控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刘剑君同志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
任、党委常委，再那吾东·玉山同
志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
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
疾控中心主任、党委常委。

会议指出，中国疾控中心近
日已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划转国家
疾控局管理。根据有关要求，结合
中心机构设置、领导班子现状和
疾控机构改革工作实际，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和干部选任有关规
定，为进一步加强中心领导班子
建设，在充分酝酿、广泛调研的基
础上，国家疾控局党组经通盘考
虑、集体研究，决定对中心领导班
子进行调整。据中疾控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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